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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1. 銷售

弘陽集團2019年全業績摘要

營業額 人民幣162.6億元
毛利 人民幣44.8億元
淨利潤 人民幣14.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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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輝先生
香港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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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lee@rsun.com

謝琨女士
投資者關係專業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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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管理部證券事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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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glinlin@rsun.com

關於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
以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三位一
體的協同發展的多元化、綜合型集團公
司。24年來弘陽集團秉承「在商言人」的核
心價值觀，穩健發展，創新求變。連續八
年蟬聯中國企業500強 、位列中國房地產
百強、中國商業物業價值40強、中國社區
服務商50強。弘陽集團在戰略定位中逐步
向地產金融投資集團發展，以差異化的投
資策略，多元化的投資模式，推進「做透大
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的區域佈
局策略。展望未來，弘陽集團矢志成為行
業領先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

聯絡我們

截至2020年9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地產2020年首九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568億元，九月份合
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87.93億元

2020年9月份，集團地產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87.93億元；銷售面積為581,731平方米；
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5,115元

2020年1-9月，集團地產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568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
3,969,604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4,309元

月度合約銷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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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載譽前行！弘陽集團榮膺2020中國企業500強第226名

9月28日，第19屆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在鄭州舉行，本屆的主題是「育新機、開新
局：變革中的大企業發展」。論壇發佈了2020中國企業500強榜單，這也是中國企業聯
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連續第19次向社會公開發布「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

作為民營企業，弘陽在眾多央企和國企的競爭下連續9年成功上榜，今年位列中國企業
500強第226名，較之前提升了23個名次，同時獲得2020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第93名。

「中國企業500強」榜單是由中國企業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聯合發佈的權威榜單，
這是國內機構關於企業500強最為權威的榜單之一，也是觀察中國企業發展的風向標。
本次弘陽再度入榜，標誌著集團的品牌價值和綜合實力再次得到權威展示。

弘陽集團創立於1996年，主營業務涵蓋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資本運營等
行業和領域，致力於成為受人尊敬的美好生活創造者。截至2019年底，弘陽集團總資
產逾千億，採取上海、南京雙總部運營，擁有8000餘名員工，簽約10,000餘家中小微
商戶，帶動就業超10萬人，並服務於60餘萬名業主，年客流量超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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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業篤行｜弘陽集團榮膺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TOP48

9月17日，2020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測評成果發佈會暨房地產品牌發展高峰論壇，
在上海佘山世茂洲際酒店隆重舉行，備受業內期待的《2020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
測評研究報告》、2020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品牌價值排行榜以及相關榜單揭曉，弘陽
集團憑藉不斷提升的產品力和競爭力，榮獲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TOP48。

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測評是由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中國房
地產測評中心聯合開展的權威活動，研究組成果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對房地產企
業提升品牌形像、沉澱品牌資產、強化行業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相關研究成果已經成
為評判房地產企業經營實力以及行業地位的重要標準。

弘陽集團是一家致力於構建美好生活的城市綜合服務商，涵蓋商業運營、地產開發、
物業服務、資本運營等，總資產逾千億，目前已佈局全國近60個城市，已成為超65萬
業主的共同選擇，位列2020中國民企500強64位。

此次榮獲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TOP48榮譽，也凸顯了行業與市場一直以來對弘陽
集團「在商言人，誠者致遠」的理念，以及企業實力和發展前景的高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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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在肩 行穩致遠｜弘陽集團躋身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第64位

9月10日，全國工商聯在北京發佈「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2020中國民營企業製
造業500強」、「2020中國民營企業服務業100強」。峰會以「弘揚企業家精神、激發市場
主體活力」為主題。

弘陽集團位列2020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第64位，相比2019年排名晉級22名，實現歷
史性的跨越！同時，弘陽集團還位列2020中國民營企業服務業100強第23名。

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評選由全國工商聯主辦，工信部、國家工商總局等官方權威機
構支持，其排名的主要標準是企業收入的規模大小，是中國民營企業經濟領域最為權
威的榜單之一，對於瞭解分析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趨勢，把握髮展規律，研究大中型民
營企業的發展特徵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今年受疫情影響，很多行業受到嚴重的衝擊，
但仍有許多企業逆勢突圍，今年該榜單的價值和意義變得尤為重要，遠超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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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逾千億，採取上海、南京雙總部運營，擁有7000餘名員工，簽約10,000餘家中小微
商戶，帶動就業超10萬人，並服務於60余萬名業主，年客流量超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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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破浪勢不可擋 弘陽商業旗下雙店齊開

9月26日，弘陽商業集團迎來了旗下兩個重點項目的同期開業 — 燕郊弘陽廣場、弘陽
家居徐州睢寧金港店正式亮相，一場潮玩盛會，吸引了兩地全城的目光和心跳，弘陽
商業帶著更前沿、多元的休閑方式來到徐州、燕郊。

2020年9月26日上午9時許，隨著震撼全城的禮炮齊鳴聲，弘陽家居睢寧金港店盛大啟
幕，標誌著弘陽家居江蘇第九子在徐州睢寧正式開業亮相，提前64天滿鋪開業。弘陽
商業集團家居事業部總裁賴長勝、徐州衡錦置業金港家居廣場董事長劉培元、弘陽家
居金港店總經理鄒志剛及部分品牌商戶領導出席了開業盛典儀式。

弘陽家居睢寧金港店是弘陽商業集團深耕江蘇區域的第九個家居門店，同時也是進駐
徐州地區的首個項目。項目位於睢寧西部城市主幹道與國道交匯處，區位優勢顯著。
商場總建築面積11萬平方米，目前為蘇皖交界睢寧、泗縣和靈璧三縣最大的建材市場。

依託弘陽集團24載的行業積澱，弘陽家居睢寧金港店從之前出租率不足60%的傳統建
材家居商場，一躍轉變成滿鋪營業商場，國內一線建材家居品牌佔比超過70%，引進
了一大批如顧家，慕思、科勒、歐路莎、諾貝爾、恒潔等弘陽家居戰略合作品牌，極
大的豐富了睢寧地區用戶的家居消費新選擇。開業期間，弘陽家居金港店推出眾多激
動人心的促銷活動，聯合商場百大建材家居品牌鉅惠讓利，力度空前的促銷政策讓人
應接不暇，著實讓廣大消費者嚐到了大品牌、大促銷的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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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燕郊弘陽廣場正式開門迎客，引起業界矚目，以「高顏值」、「高品質」、「超時
尚」、「全業態」四大標籤，正式亮相全城，實力詮釋了一個爆紅項目的蓬勃與活力。開
業典禮、熱力音樂趴完美接力，熱烈歌舞氛圍嗨翻現場，吸引到訪人潮不斷，客流不
息。

上午8點18分，弘陽商業集團管理團隊、燕郊政府代表、百餘品牌嘉賓及社會各界人士
共同見證了燕郊弘陽廣場璀璨啟幕這一歷史時刻，開創了燕郊「永不落幕的城市秀場」
IP，20萬平米的現代化大型商業廣場被極具現代感的燈光裝置點亮，星光璀璨，如同
開啟了一場極具科技感的「超燃星際」的光影大秀，帶你吶喊唱響宇宙，感受頂級的星
際之旅。

「燕郊弘陽廣場、弘陽家居徐州睢寧金港店的成功開業將大力助推當地城市商圈建設
的發展，也將為弘陽商業集團的開拓北方市場做出重要貢獻。」對於京津冀商業版圖
擴張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從長三角到京津冀，弘陽商業看似長途奔襲，實則是厚積薄
發、水到渠成。

燕郊弘陽廣場、弘陽家居徐州睢寧金港店的成功開業，是弘陽商業集團又一次把握時
代發展機遇的大膽創新之作。這座潮玩主場的影響力不止於此，未來，在弘陽商業的
精心打磨下，仍會打造出新的城市標桿，引領時尚消費模式，提升消費者生活品質。

燕郊弘陽廣場、弘陽家居徐州睢寧金港店也將大力助推當地城市商圈建設的發展，對
環渤海區域商業版圖深耕也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